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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欣 本报记者 邵晶岩 刘剑

“创新，跟上时代，把农产品的‘农’字
做好。”作为“80”大学生回乡创业的李福
生，目标明确、思路清晰，创新拓展、敢想
敢干。

产品包装文创新颖，搭上电商“快车
道”，走上绿色有机产品，市场销售受消费
者青睐。这是李福生 2016年创立混合谷
物粮食精深加工企业——黑龙江十六膳
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农产品“不愁卖”的

“法宝”。
李福生的回乡创业之路，用家乡资源

发展农产品的创业定位，是经过深思熟虑
的。自东北林业大学管理学毕业，他进入
到央企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了解到
嫩江的绿色资源储备量十分丰富，但经过
调研发现成规模的绿色农产品深加工企

业不是特别多，同时绿色农产品深加工的
提升空间还有很大。2016年末，他决定返
乡创业。创业途中他和他的创业团队依
托黑河全域农产品丰富的资源优势，坚持

“纯天然、无污染、零添加”的原则，以“专
注粮食产业、提升粮食价值、发展绿色农
业、致力品牌打造”的企业发展定位，研发
了数十款杂粮方便食品，其中包括杂粮颗
粒、杂粮粉两大类。通过与中国农科院、
华大基因集团、东北农业大学等专家共同
研讨，不断迭代公司原有的加工技术，创
新推出了杂粮四项加工方法：无糊炒制、
闪蒸脱腥、物理分离、低温碾磨，大大提高
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在修炼“内功”的同时，李福生大胆使
用年轻力量，全公司平均年龄 33岁，重要
岗位都有 90后的身影。企业文化建设不
拘一格，市场营销打组合拳，销售业态已

包括高铁、酒店、医院、学校、写字楼、特产
店、精品商超、大中卖场、餐饮渠道、电商
及自媒体平台，公司现已发展 300余位经
销商，销售网络基本覆盖全国。他和他的
创业团队积极对接国市政策，更好发挥信
息优势带动产业发展。整合培训资源，与
种植农户、合作社基地合作，带动农户454
户、年户均增收 8810元，其中贫困户 334
户；直接安置就业 26 人，间接带动就业
113人，培养了一批懂品牌、会经营、懂技
术的企业主体和新型农民。

创业至今，李福生获得过第五批全国农
村创业创新优秀带头人、黑龙江新时代十大
创新青年民营企业家、黑龙江省十大杰出青

年创业奖黑河工匠等荣誉；他和他团队的创
新技术及质量管理，荣获黑龙江绿色产业特
色品牌奖、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重点信用
认证企业、“魅力中国城”黑河市突出贡献单
位、黑龙江省旅游商品成果展示创意设计大
赛金奖等，在今年刚刚结束的第五届“中国
创翼”创业创新大赛黑龙江省选拔赛中获得
劳务品牌专项赛一等奖。

作为一名80后返乡创业者，通过强化
粮食加工，做优做强农业特色产业带动一
方农民真正实现致富、增收，为实现嫩江
乡村振兴贡献力量。他希望有更多的年
轻人加入到建设家乡的浪潮中来，为龙江
树起绿色样板。

李福生：大学生成回乡创业“带头人”

□本报记者 孙思琪

5 日，2022 世界 5G 大会进入了
倒计时阶段，会前的媒体 5G探营活
动也来到了最后一站。媒体团们走
进黑龙江省医院、哈尔滨市平房区智
慧城市运营中心，看华为公司如何用
5G技术赋能智慧城市发展。

一台小小的立方体，能够带动 8
个超高清摄像头进行实时传输，使得
基层医院能获得省级三甲医院的远
程指导教学；外地的患者可以通过
5G技术进行远程超声，实现千里之
外看名医；远程在线让患者足不出户
就能复诊……这一切，在黑龙江省医
院互联网医院都能实现。

“这台小小的立方体是华为公司
研发的5G CPE，我们通过它不需要
网线就可以将 5G信号，转换成类似
于WiFi的信号，覆盖我们的设备。”
黑龙江省医院副院长陈鹏介绍。

“这台机器是我们即将投用的远
程超声机器人，彩超不像CT核磁或
者是放射线，CT放射线它是有片子
的，而彩超是实时的，没有办法记录，
但目前基层彩超医生普遍比较缺乏，
有了这台机器就可以解决这个问
题。”陈鹏边演示边讲解，远程超声包
括医生端和患者端，这台机器放在我
们医院，另一部分放到当地医院，我
们的医生在哈尔滨操纵探头，另一方
的机械臂就能带动探头实时为外地
的患者做诊断。

远程医疗的实现得益于5G技术
低时延、大带宽、广连接的特点，如果
没有这种低延迟，像远程超声和远程
的手术指导这类要求同步性高的技
术就没有办法实现。陈鹏表示，下一
步，医院计划通过5G技术，进一步让
远程医疗教学帮助提升基层的医疗
水平，将5G技术运用到远程手术、应
急救援等方面。

智慧医疗只是智慧城市战略规
划中一项民生领域应用，华为技术的
触角远不止于此。

在哈南第二大道倘若按照系统
设计的 55迈的速度行驶，就可以感

受到“一路绿灯”的行车体验；比如房
屋漏雨这种家中的小事，通过“天大
小事”平台，便可及时向相关部门反
映问题……这些惠民成果正是平房
区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的缩影，也都与
一个智能系统——平房区智慧城市
运营中心有关。

“‘智慧城市运营中心’能够为百
姓提供 24小时服务、为企业提供投
资发展分析、为城市治理提供更加科
学精准的研判，而这一切的实现多亏
了华为为我们提供技术支持。”平房
区智慧城市运营中心规划发展科科
长李彦哲介绍，近两年我们将应用系
统都集成在华为 WeLink 和数据中
台上面，我们的工作人员通过华为
WeLink可以使用批件、订票出行、开
视频会、调度指挥等功能，极大提升
了政府的工作效率和管理能力，通过
数据中台打通了各部门之间的数据
壁垒，老百姓办事少跑腿、更方便，疫
情防控涉及的重点人群管控、核算数
据统计、赋红码等也都是通过数据中
台实现的。

2022世界 5G大会召开在即，华
为公司黑龙江总经理詹德生透露，本
次华为公司是以《共创共赢、点亮未
来》为主题，分为面向个人的极致体
验区、面向产业数字化的 5G赋能千
行百业区和持续创新区。在极致体
验区将会有 5G新通话、VR运动、AI
健身、AR文旅等5G创新体验；在5G
赋能千行百业展区，会呈现 5G在矿
山、石化、电网、制造、智慧城市等行
业应用，展示华为在5G+云+AI在行
业的深耕；在持续创新展区，会分享
5G全场景泛千兆、绿色站点、绿色数
据中心、5.5G新方案等新技术。

当前，5G已经逐渐成为移动互
联网的主力，詹德生介绍，三年以来
华为公司积极参与龙江 5G 网络建
设，到今年年底全省运营商预计建设
5G基站大约5.8万个，其中华为承建
3.2万个，实现了市区、县城和重点农
村的 5G网络连续覆盖。未来，华为
公司也希望持续不断为龙江数字经
济建设“添砖加瓦”。

华为 5G技术赋能
智慧城市发展

（上接第一版）7月 2日，2022全
国工商联主席高端峰会暨全国优强
民营企业助推黑龙江高质量发展大
会火热召开，全国优强民营企业齐聚
龙江，共享发展机遇。已在龙江深耕
多年的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龙商总
会会长、中国飞鹤有限公司董事长冷
友斌化身龙江招商员：“黑龙江大力
优化营商环境，大抓招商引资和产业
升级，民营经济发展的势头越来越
好、舞台越来越广阔，希望更多的企
业家来这片热土投资兴业，一起融入
东北振兴、龙江振兴的大战略。”

资本逐浪龙江正当时
各界重量级人士纷纷北上的背

后，是资本的一路向北。这些商界
“大佬”带来的不仅仅是投资，还带来
了新产业、新产品、新技术、新业态和
新模式，更带来了提振经济的信心，
从而引发了资本市场关注龙江的新
一轮热潮。

5 月 12 日至 13 日，华为、百度、
京东、腾讯、中兴、中科六家数字经济
头部企业与黑龙江签约；

5月27日，北科生物、华大集团、

大北农集团、安徽丰原集团、安徽华
恒生物、无锡甜丰六家生物经济重点
企业牵手龙江；

6月 5日，黑龙江招商工作推介
暨哈尔滨工业大学校友企业家创新
创业大会，再掀招商热浪；

6 月 10 日至 11 日，亚布力中国
企业家论坛第二十二届年会，思想碰
撞，签订大单、成立龙商总会、以商招
商，签约 118 个项目，签约额超过
1500亿元。

7月 2日，2022全国工商联主席
高端峰会暨全国优强民营企业助推
黑龙江高质量发展大会，黑龙江收获
满满，签约项目 124 个，签约总额
1538.02亿元，涉及数字经济、生物经
济、冰雪经济、能源、食品等 17个产
业领域……

大北农龙江投资计划，十年千
亿；中科计划为龙江引进100位科学
家和 1000位数字化专家、10万名数
字经济人才……资本一路北上，投资
黑龙江高潮迭起。

大有可为的黑土地，充满希望的
黑龙江，正在聚天时地利人和之力，
吸引各路资本竞相逐浪。

一路向北 投资龙江

□本报见习记者 陈薇伊

“物联网的发展对产业变革和经济社
会绿色、智能、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6日下午，在“科学与中国”20周年院士黑龙
江科普报告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通信网
络领域专家尹浩以《物联网发展的昨天、今
天与明天》为题进行了科普报告，表示人工
智能技术正在推动物联网快速发展，从“万
物互联”迈入“万物智联”。

报告会上，尹浩院士从物联网的产生
背景、万物互联、万物智联三个方面进行
了介绍。回顾物联网发展的历程，深入分
析了物联网的概念内涵及特征，提出物联
网将引领信息产业革命的新一次浪潮，成
为未来社会发展进步和科技创新的重要
基础设施。

谈及物联网发展的“今天”，尹浩院士

介绍了感知技术、联网技术、智能技术、控
制技术和安全技术五项物联网技术的发
展现状，以及物联网在建筑、物流、工业等
行业的典型应用。通过运用物联网理念，
实现为人类打造健康、安全、节能、舒适环
境的目标。

此外，尹浩院士对物联网未来的发展
进行了展望，表示物联网从万物互联到万
物智联，产业生态竞争将日趋激烈。操作
系统与云平台一体化成为掌控生态主导
权的重要手段，工业制造、车联网和智能
家居成为物联网产业竞争的重点领域。

龙江如何在诸多挑战中抓住机遇？
尹浩院士提出，要让“环”成为“链”，深化
物联网+新型产业体系，打造网络运营
业、设备制造业与传统产业相互间新型
产业体系，驱动物联网新兴产业持续协
同发展。 本报见习记者 张春雷摄

尹浩院士：从“万物互联”到“万物智联”

□本报记者 赵一诺

“黑龙江的科研实力雄厚，哈工大，
哈工程等一批高等学府在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一流学科建设、高素质人才培养等
方面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就。”7日，中
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
技大学校长黎湘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高校要充分发挥其科研优势，优化配置
优势资源，推动国家重要领域关键核心
技术攻关。

黎湘院士认为，关键核心技术是
国之重器，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
己手中，是迈向科技强国的必经之
路。他表示，高校应当发挥学科门类
齐全、科技人才聚集、基础研究厚实等
独特优势，努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
服务国家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

控、牢牢掌握自主创新主动权方面担
当重要责任。

黎湘院士建议，要加强重大基础前
沿和战略领域的前瞻布局，要用好学科
交融的“催化剂”，系统调整高校学科布
局，以学科交叉融合推动原创性研究取
得突破。同时，要科学设置高校人才评
价机制，以创新机制推进科研攻关，不断
跑出科技创新加速度。

“科研成果的涌现，不但需要高校
为人才‘松绑减负’的勇气，还源自师
生‘板凳甘坐十年冷’的坚守。”黎湘院
士激励龙江高校广大学子，要强化敢
为人先、日进日新的锐气和探索真知、
求真务实的态度，勇当科技创新生力
军，争做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
排头兵。

本报记者 刘项摄

黎湘院士：高校要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担当重任

□万岩岩 杨丽娜 本报记者 吴树江

“这群鹅，再有20天左右就出栏了。头一
批1万只大鹅，10.9元一斤卖的，现在市场价持
续上涨，这两天涨到了13.8元一斤，比去年的
市场价高出一倍。这不，第三批小鹅雏又抓了
1万只。咱们农场政策也好，稳稳地发‘鹅财’
了。”养鹅户孙永强笑呵呵地告诉记者。

时下，一群群洁白的大鹅，一群群尚未褪
去黄绒毛的鹅雏在北大荒集团红光农场有限
公司肉鹅养殖场池塘里戏水，树林里溜达，草
坪上啄食。20万只白鹅欢快的叫声，唱响了

一曲曲致富之歌。
“农场发展肉鹅养殖，今年已经有 9个年

头了，现在养殖的品种有大三花、霍杂、狮白
鹅 3个品种，农场在 2013年投资建设了孵化
基地，年可孵化鹅雏40万只，今年农场万只以
上的规模养殖户就有 12户。看这市场行情，
明年养殖量还会增加。”红光农场有限公司农
业发展部曹艳鹏说。

据了解，为扶持肉鹅产业发展壮大，红
光农场有限公司早在 2013年就利用农发项
目资金建成了集种鹅养殖、孵化、肉鹅养殖
为一体的大荒地 2.5 万只肉鹅养殖小区，制

定了《红光农场百万只肉鹅发展规划》，并出
台畜禽养殖饲料地政策。对养殖大鹅 1000
只至 1万只的规模养殖户给予饲料支持，每
养殖种鹅 100只分配一亩饲料地，每养殖 200
只商品鹅分配一亩饲料地。养殖户一次性
签订 3年养殖合同，每年缴纳 3500元租金就
可在高标准的畜禽养殖小区发展大鹅养殖，
这一系列优惠政策让养殖户们心里托了底，
也更有了干劲儿。

今年，红光农场有限公司共养殖大鹅 20
万只，可实现增收1100多万元。

洁白的大鹅。 本报记者 吴树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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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下设基于临床需求的
创新药物研制专题，6个项目，总经
费预算6620万元。

“生物医学工程科技攻关榜单”
将开展面向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疾
病、肿瘤等重大疾病精准医学防治技
术攻关，产业化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适用于中国人群的一系列高附加
值产品，加速提升我国生物医学工程
水平。下设重大疾病精准防治技术
研究与精准医学产品开发专题，7个
项目，总经费预算5000万元。

“生物制造科技攻关榜单”将开
展以玉米为原料生产高附加值功能
产品的生物合成技术研发攻关，产业
化开发以辅酶Q10、D-泛酸钙为代
表的一系列高附加值功能产品，加速
提升我省生物制造水平。下设高附
加值功能产品生物合成产业化菌种
技术研究与开发专题，2个项目，总
经费预算6000万元。

“生物能源科技攻关榜单”为加速
我省低碳绿色用能方式转变，围绕生
物燃气和生物质炭热联产、绿色清洁
能源供给等方面设立。下设清洁低碳
生物能源关键技术开发与示范专题，2
个项目，总经费预算5000万元。

“生物育种技术科技攻关榜单”
下设水稻种质资源创新与优良新品
种选育、马铃薯种质资源创新与优良

专用新品种选育、食用菌种质资源收
集保护利用筛选及优良菌种选育等
3个专题，9个项目，总经费预算3200
万元。

“生物发酵产品品质提升与制造
科技攻关榜单”下设应用现代生物技
术提高菌种效价制备绿色饲料添加
剂及产业化、低温发酵有益微生物种
质资源创制及在寒冷地区产业化应
用等2个专题，6个项目，总经费预算
3300万元。

“材料领域科技攻关专项榜单”
是第八个榜单，下设钛合金重熔净化
提纯新技术研发及应用示范项目（专
题），可加快推进钛合金材料的高品
质重新再利用，有效提高材料使用效
率，显著减少资源损耗和能源消耗，
总经费预算2500万元。

“碳达峰碳中和科技攻关专项榜
单”是第九个榜单，以碳排放强度高、
新能源就地消纳难、产业及经济结构
亟需优化调整等主要问题为导向，为
加快低碳零碳负碳技术创新和产业
发展而设立。下设吸附压缩二氧化
碳储能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新能源
混合动力电动轮驱动系统研究及应
用，钒钛磁铁矿低碳氢冶金工艺基础
理论、关键技术研究及工业化集成示
范等 3 个专题（项目），总经费预算
9680万元。

46个项目期待“揭榜挂帅”


